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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6月23日电 中央外事工作会
议6月22日至23日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
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会上发表
重要讲话强调，我国对外工作要坚持以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为指导，统筹国内国际
两个大局，牢牢把握服务民族复兴、促进人类进

步这条主线，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定维
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积极参与引领全球
治理体系改革，打造更加完善的全球伙伴关系网
络，努力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为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
国创造有利条件、作出应有贡献。

习近平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强调
努力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世界杯战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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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夜焦点

6月24日 20:00
英格兰VS巴拿马
CCTV- 5直播

6月24日 23:00
日本VS塞内加尔
CCTV- 1、CCTV- 5直播

6月25日 02:00
波兰VS哥伦比亚
CCTV- 1、CCTV- 5直播

P03- P04

据四川大学招生就业处副处长廖爱民介绍，2018年四川大学
总计划招生9200人，其中在四川计划招生2300余人，较去年有所
增加。

在志愿填报方面，廖爱民给考生两个建议：一方面，考生填报
志愿要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爱好来选择专业，不能盲目选择热门专
业而忽视自己的兴趣。另一方面，结合自己的分数来考虑所对应
层次的学校，这样才能做到有的放矢，有针对性地进行志愿填报。

对于到底是选学校还是选专业，廖爱民建议优先选择学校，不少大
学在转专业的政策上持开放和包容的态度，如四川大学就给了学
生三次转专业的机会。

廖爱民谈到，四川大学在人才选拔上既招收综合素质能力强
的学生，也招收有学科特长的学生，比如今年就新增了“网络安全
卓越人才计划”，如果考生是网络安全方面的天才少年，可申请破
格录取，不受高考分数限制。

想进四川5所名校 细看招生宝典
四川5所高校招生负责人做客封面直播，详解各自招生政策

艺体专业文考
录取控制线确定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张峥)记者
23日从四川省教育考试院获悉，我
省2018年普通高等学校艺术体育
类专业录取新生文化成绩控制分数
线已确定。

美术与设计类：390分
音乐学类：350分
音乐学（理论）类：400分
艺术史论（音乐史论）类：360分
录音艺术类：345分
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类：405分
音乐表演类：315分
戏剧影视表演类：305分
播音与主持类：390分
舞蹈、服装表演类：300分
编导类（文科）：480分
编导类（理科）：450分
美术与设计类（职教师资班、高职班
对口招生）：300分
音乐学类（职教师资班、高职班对口
招生）：205分
体育类：375分

美术与设计类：180分
音乐学类：180分
录音艺术类：180分
音乐表演类：180分
戏剧影视表演类：180分
播音与主持类：180分
舞蹈、服装表演类：170分
编导类（文科）：180分
编导类（理科）：180分
美术与设计类（职教师资班、高职班
对口招生）：150分
音乐学类（职教师资班、高职班对口
招生）：170分
体育类：180分

本科

高职（专科）

喜欢看球、打球，爱好主持、表演，卓汐聪是个兴趣爱好广泛、
全面发展的优秀学生。6月23日，在封面直播现场，卓汐聪还当场
唱起了歌剧。课余生活的精彩丰富，有时会让自己的心浮躁，但卓
汐聪会很快调节过来。该娱乐时认真娱乐，该学习时专心玩耍，清
楚地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想要什么是卓汐聪高考成功的很大原
因。语文113分、数学满分、英语145分、文综242.5分，总分653
分，他在得知成绩时，并不是十分激动，“因为在我预估的分数区
间，但父母十分激动兴奋，第一时间告诉了亲戚朋友。”

数学满分，自然不能少了学习秘笈。“刷题要有个定位，主要是
为了熟练度，而不是为了押题。另外要用错题本进行总结，知道自
己错在什么地方，才会有相应提高。”卓汐聪说，很多数学较弱的文
科生都会学习刷题来提高成绩，但一定要知道自己想从刷题中得
到什么，想法和方法都要对。同时，对于文科生来说，另一个比较
困难的学科——地理，卓汐聪也分享了自己的学习方法，“平时的
积累很重要，多看一些像《中国国家地理》这些专业类的杂志，有利
于获得专业视角。”

“喜欢C罗从不补课”

高考凭实力，但是

能不能上到理想大学，

能不能读理想专业，志

愿填报至关重要。6

月23日下午，四川大

学、电子科技大学、西

南交通大学、西南财经

大学、四川农业大学和

西南财经大学出国留

学预备学院的招生办

老师做客封面直播，分

析热门专业，介绍各自

学校今年招生政策，为

广大考生提供了细致

周到的志愿填报指

导。

封 面 新 闻 长 达

110分钟的直播，总共

吸引 101.1 万名网友

在线围观。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刘皓洋杨晓蓓
见习记者周丽梅

四川大学 建议根据兴趣选择专业 提供宽松的转专业机会

四川农业大学招生就业处处长杜彬表示，今年川农大新增5
个本科专业，共91个本科专业招生，涵盖农、理、工、经济、人文学
等十大学科门类。录取政策方面，川农大对考生报考的专业录取
时设定专业志愿极差，专业志愿极差原则上在5分以内，同时参
考考生相关科目成绩，德智体美综合情况择优录取。

杜彬特别提醒，川农大对美术类和体育类考生志愿填报的

文化成绩有加分要求。四川省美术类考生文化成绩要求达省控
线上50分、体育类考生文化成绩要求达省控线上30分方可填
报，达到填报要求的考生按照专业成绩从高到底进行投档和录
取。省外美术类和体育类考生投档后，美术类按照专业+文化
总分从高到底择优录取，体育类考生按照专业成绩从高到底择
优录取。

电子科技
大学

十五个学院按大类招生 取消专业级差
电子科技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林鹏介绍，今年电子科大的招生

总计划为5010人，川内招生计划跟去年相比变化不大。今年电子科
大招生政策有两个变化。第一个变化是今年电子科大取消了专业级
差，这一变化对于考生选专业是利好的，考生可以大胆冲专业。第二个

变化是今年电子科大有十五个学院按大类招生，考生进入大学学习一
年之后才进行专业细分。按大类招生对于考生来说有三方面好处，一
是避免了选专业的盲目性；二是录取时专业大类的最低分会降低，增加
考生选到自己心仪专业的机会；三是降低了被调剂的可能性。

西南交通
大学

平行志愿第一批次进档考生 专业服从调配、体检合格不退档

西南交通大学招生就业处副处长何安涛介绍，今年该校在川
招生计划为1760名，较2017年增加5名。本科招生专业达66个，
包含14个大类专业。

相比往年，今年西南交大的录取规则有调整。按照平行志愿
投档的批次，该校调档比例原则上控制在105%以内。实行平行
志愿的省（市、自治区）第一批次本科进档考生（不含中外合作办学
单列代码），专业服从调剂，体检合格，学校承诺不退档。

在国际合作办学方面，目前西南交大有6个中外合作办学专
业，其中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电子信息工程、计算机科学与
技术、土木工程等4个专业与英国利兹大学合办，采取“4+0”培养
方式，交大本部就读，毕业获得双学位；此外，安全工程、生物工程
专业，是交大分别与美国俄克拉何马州立大学和乔治亚州立大学
合办的本科教育项目，采取“3+1”办学模式，毕业达到中美双方要
求，即可获得两个学校的学位证。

西南财经
大学

全国计划招生3882人 倾力打造“经济与管理学科群”

据西南财经大学本科招生办刘伟亮介绍，西南财经大学招生
规模保持稳定，2018年计划在全国招收3882人，其中四川省招生
计划为903人。2018年新增精算学、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两个
本科招生专业。

多样化选择和个性化培养是西南财经大学的教育理念之一。
据刘伟亮介绍，西南财经大学除经济学基地班专业、中外合作办学
项目和外国语中学推荐保送生外，学生进校后有多次调整专业机
会。一是入校一周左右有3个实验班供学生选择，包括经济与管理

国际化人才（全英文）创新人才班，选拔150人；金融学（CFA国际化
实验班），选拔100人；会计学（大数据方向）实验班，选拔50人；二
是在新生完成第一年的基础课程学习后，学生若自愿转入其他专业
学习，可以在学校规定的时间及条件范围内申请转专业。同时，学
生可以参加6个光华创新人才实验班的选拔（选拔300人）。

在志愿填报方面，刘伟亮建议考生充分考量专业、学校、地域、未来
规划四要素，结合兴趣与特长，优化四要素的排列组合填报志愿。西南
财经大学承诺，对服从专业调剂、体检和政审合格的进档考生不退档。

四川农业
大学

新增五个专业 填报学校和专业志愿要科学

高考高分考生做客封面直播谈学习心得

高考高分同学有
什么学习诀窍，他们期
待过一种什么样的大
学生活？北京大学如
何给优秀的学生提供
发展的空间和机会？6
月23日上午，2018四
川高考理科718分考
生周川、文科653分考
生卓汐聪、北京大学四
川招生组老师杜津威
做客封面直播，和网友
畅聊他们眼中的高考
以及梦中学校。61.3
万封面直播网友收看
了此次直播。

对周川来说，今年
高考成绩比自己预估
的高，给了他不小的惊
喜，身为球迷的他，最
喜欢 C 罗的拼搏精
神。而来自成都市实
验外国语学校的卓汐
聪更是阳光健谈，他不
仅是学校主持人，喜欢
“模联”，还现场秀起了
英语剧《猫》。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李庆张峥
见习记者王越欣

北京大学四川招生组：
北大喜欢具有独立思想的人

周川、卓汐聪都非常喜欢北大民
主、自由的风气，对感兴趣的学科也
提了很多问题。“我喜欢数学，但是北
大很多院系都有数学方向，那应该如
何选择？”“我对通识类课程比较感兴
趣，如果读元培学院PPE专业（政治、
经济、哲学交叉学科），它的师资情况
怎么样，还有没有辅修的机会？”

对此，北京大学四川招生组老师
杜津威介绍，北大最独特的地方就是
给学生极大的自由，发展空间很大。

“北大喜欢有独立思想的人。”对喜欢
表演的卓汐聪，杜津威推荐他参加学
校的十佳歌手比赛；如果读PPE专业，
学校会安排政治、经济、哲学最好的
教授来讲课，同时学生还有其他的辅
修机会。“可以再学习艺术、历史、文
学，甚至数学。”

高分考生
卓 汐 聪（ 左
一）、周川（左
二）和北京大
学四川招生组
老师杜津威做
客封面直播。

理科高分考生

周 川
崇拜C罗 学习也要有求胜的欲望

“我就喜欢看球，C罗是我崇拜的偶像，他让我知道，一个人要
有求胜的欲望。”高三18次考试15次年级第一，周川做客封面直
播，与网友们分享了自己的学习心境和秘笈。

当接到北大招生组老师的电话时，周川正一个人在家，准备看
巴西队的比赛。高考718分，语文133分、数学148分、英语146
分、理综291分，当周川得知自己的分数时，十分惊喜：“和自己之
前的估分差距还是比较大，当时估的是690多分。”

从不补课，从不要父母辅导，从小周川学习就很自觉。但他不
是别人眼中传统的勤奋学生，每天6点10分起床，晚上10点30分

下晚自习后，几乎不再熬夜看书。“课堂时间把握好，提升课堂效率
是比较好的。”

作为理科生，语文考了133分的高分，周川在直播中分享了自
己的经验，“语文选择题要做好，主观题答题要有条理，作文是“大
头”，要凸显出一定的思想和深度，最重要的是字迹一定要工整。

另外，考出了化学、物理满分，生物81分的优异理综成绩，周
川也分享了理综的考试技巧。“理综考试时要合理地分配时间，根
据自身情况，选择最符合自己思维逻辑选择答题顺序。这次生物
考的基础知识比较多，所以教材是最基础的，一定要重视。”

文科高分考生

卓汐聪 直播现场唱歌剧 数学刷题要定位

塞尔维亚 1：2 瑞士
比利时 5：2突尼斯
韩国 1：2 墨西哥


